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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不同人群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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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分析江苏省不同人群梅毒的知晓率结果袁为制定梅毒的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遥 方法院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

抽样的方法袁对全省 员猿 个地市区 猿 园员远 名不同人群进行了梅毒知识知晓率的调查遥 结果院在调查的 猿 园员远 名对象中袁梅毒预防

知识的总知晓率为 远苑援远怨豫袁 在各类人群中袁 男男性行为人群的知晓率最高袁 达到 愿远援园源豫袁 农民工的梅毒知晓率最低袁 只有
缘源援园员豫曰不同年龄组中袁猿园耀猿怨 岁年龄组的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最高袁达到 苑源援源愿豫袁圆园 岁以下最低袁为 缘猿援猿怨豫曰文化程度以大专

以上学历最高袁达到 苑远援圆源豫袁知晓率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而提高曰大部分人获取梅毒预防知识的途径是电视尧宣传活动和网络遥
结论院不同人群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之间差异较大袁应加强梅毒预防知识宣传袁为实现野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渊圆园员园鄄圆园圆园
年冤冶的目标奠定基础遥
咱关键词暂 梅毒曰 预防知识曰 知晓率曰 江苏
咱中图分类号暂 R员怨猿3

咱文献标识码暂

A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圆冤园怨鄄员猿圆园鄄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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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杂栽阅 辕 粤 陨阅杂 孕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葬灶凿 悦燥灶贼则燥造袁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蚤葬造 悦藻灶贼藻则 枣燥则 阅蚤泽藻葬泽藻 孕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葬灶凿 悦燥灶贼则燥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葬憎葬则藻灶藻泽泽 则葬贼藻 燥枣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则藻造葬贼藻凿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葬皂燥灶早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贼赠责藻泽 燥枣 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 蚤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 枣燥则 枣怎则贼澡藻则 糟燥灶贼则燥造造蚤灶早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酝怎造贼蚤鄄泽贼葬早藻 泽贼则葬贼蚤枣蚤藻凿 糟造怎泽贼藻则 泽葬皂责造蚤灶早 憎葬泽 怎泽藻凿 贼燥 泽藻造藻糟贼 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灶贼泽曰葬灶凿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灶葬蚤则藻 泽怎则增藻赠 燥灶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则藻造葬贼藻凿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憎葬泽 糟燥灶凿怎糟贼藻凿 葬皂燥灶早 猿 园员远 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灶贼泽 枣则燥皂 员猿 糟蚤贼蚤藻泽 燥枣 允蚤葬灶早泽怎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粤皂燥灶早 猿 园员远 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灶贼泽袁贼澡藻 葬憎葬则藻灶藻泽泽 则葬贼藻 燥枣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则藻造葬贼藻凿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憎葬泽 远苑援远怨曰葬灶凿 贼澡藻 澡蚤早澡藻泽贼 则葬贼藻 憎葬泽 愿远援园源豫

葬皂燥灶早 酝杂酝袁憎澡蚤造藻 贼澡藻 造燥憎藻泽贼 则葬贼藻 憎葬泽 缘源援园员豫 葬皂燥灶早 皂蚤早则葬灶贼 憎燥则噪藻则泽援 栽澡藻 葬憎葬则藻灶藻泽泽 则葬贼藻 燥枣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则藻造葬贼藻凿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蚤灶 猿园耀猿怨
葬早藻 早则燥怎责 憎葬泽 贼澡藻 澡蚤早澡藻泽贼袁憎蚤贼澡 苑源援源愿豫袁葬灶凿 贼澡藻 造燥憎藻泽贼 则葬贼藻 燥枣 葬憎葬则藻灶藻泽泽 憎葬泽 缘猿援怨怨豫 蚤灶 圆园 葬早藻 早则燥怎责援 孕葬则贼蚤糟蚤责葬灶贼泽 憎蚤贼澡 贼澡藻 澡蚤早澡藻则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葬造 造藻增藻造 则藻责燥则贼藻凿 贼澡藻 皂燥则藻 葬憎葬则藻灶藻泽泽 燥枣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则藻造葬贼藻凿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曰葬灶凿 贼澡藻 澡蚤早澡藻泽贼 则葬贼藻 憎葬泽 苑远援圆源豫 葬皂燥灶早 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灶贼泽 憎蚤贼澡
则藻糟藻蚤增蚤灶早 糟燥造造藻早藻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燥则 葬遭燥增藻援 酝燥泽贼 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灶贼泽 早燥贼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则藻造葬贼藻凿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贼澡则燥怎早澡 贼藻造藻增蚤泽蚤燥灶袁责则燥责葬早葬灶凿葬 葬灶凿 蚤灶贼藻则灶藻贼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藻则藻 憎葬泽 葬 造葬则早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葬憎葬则藻灶藻泽泽 则葬贼藻泽 燥枣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则藻造葬贼藻凿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葬皂燥灶早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援 宰藻
泽澡燥怎造凿 泽贼则藻灶早贼澡藻灶 责则燥责葬早葬灶凿蚤扎蚤灶早 贼澡藻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贼燥 葬糟澡蚤藻增藻 野悦澡蚤灶藻泽藻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葬灶凿 糟燥灶贼则燥造 责则燥早则葬皂
渊圆园员园鄄圆园圆园冤冶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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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袁经济发达袁人员
咱基金项目暂

江苏省卫生厅预防医学课题渊再圆园员园圆怨冤曰江苏

流动性大袁是我国性传播疾病的高发省份之一遥近几

省社会发展计划项目 渊月耘圆园园怨远愿缘冤曰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袁 江苏省梅毒的报告病例数一直

砸悦圆园员员园愿苑冤

左右的速度增长咱员暂遥 研究表明袁缺乏梅毒预防知识是

渊月运圆园园怨源猿缘冤曰 江 苏 省 医 学 重 点 人 才 项 目 渊砸悦圆园员员园愿远袁

位于全国前列袁梅毒的报告病例数每年都在以 猿园豫

鄢

导致梅毒感染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掌握江苏省不同人

通讯作者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赠澡贼岳躁泽糟凿糟援糟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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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对梅毒预防知识的知晓率袁可以为制定梅毒的防
治策略提供科学的依据袁现将本次梅毒知晓率调查
的结果进行分析如下遥
员

况尧梅毒预防知识等遥梅毒知晓率为被调查者中能正
确回答指定的 愿 个问题中 远 个及以上者在所有调查
者中所占的比例遥
员援猿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原员猿圆员原

还锡萍等院江苏省不同人群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调查

对象

全省 员猿 个省辖市的 猿 园员远 名不同人群参与梅毒

知晓率调查袁包括城市居民 源缘园 名尧农村居民 源愿苑 名尧

统计学分析

利用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员 进 行 录 入 核 查 袁 用 耘曾糟造藻 和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对资料进行汇总和分析遥
圆

结 果

在校学生 缘苑缘 名尧 农民工 缘远员 名尧 女性性工作者 缘园远

圆援员

员援圆

缘员援猿怨豫袁女性 员 源远远 名袁占 源愿援远员豫曰民族以汉族为

名尧男男性行为者 源猿苑 名遥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袁员猿 个省辖市均覆盖

远 类人群袁按照人群进行分层袁在每个人群中各选取

圆 个社区渊或场所冤进行整群抽样遥 调查问卷采用统

一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设计的野梅毒
预防知晓率调查问卷冶袁 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城市居民
园员缘渊猿援猿猿冤
年龄渊岁冤 约 圆园
圆园耀圆怨
员源苑渊猿圆援远苑冤
猿园耀猿怨
员缘怨渊猿缘援猿猿冤
员员圆渊圆源援愿怨冤
源园耀源怨
跃 源怨
园员苑渊猿援苑愿冤
合计
源缘园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男
圆圆园渊源愿援愿怨冤
性别
女
圆猿园渊缘员援员员冤
合计
源缘园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文化程度 文盲
园园圆渊园援源源冤
小学
园员怨渊源援圆圆冤
初中
员园缘渊圆猿援猿猿冤
高中或中专 员缘猿渊猿源援园园冤
员苑员渊猿愿援园园冤
大专以上
合计
源缘园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圆援圆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 猿 园员远 份问卷中袁男性 员 缘缘园 名袁占

主袁占 怨怨援员苑豫曰在年龄分组中袁以约 圆园 岁尧圆园耀圆怨 岁
和 猿园耀猿怨 岁为主袁分别占 员愿援远豫尧源远援远豫和 员怨援员豫遥 在
文化程度方面袁以初中以上学历为主袁其中初中尧高
中 渊大专冤 以及大专以上分别占 猿园援猿豫尧源园援圆豫和
圆园援愿豫渊表 员冤遥

各类人群基本情况表
咱灶渊豫冤暂

栽澡藻 遭葬泽蚤糟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燥枣 葬造造 贼赠责藻泽 燥枣 责藻燥责造藻

农村居民
园员圆渊圆援源远冤
员缘源渊猿员援远圆冤
员源愿渊猿园援猿怨冤
员远园渊猿圆援愿缘冤
园员猿渊圆援远苑冤
源愿苑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圆缘缘渊圆援猿远冤
圆猿圆渊源苑援远源冤
源愿苑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园园怨渊员援愿缘冤
园远员渊员圆援缘猿冤
圆员怨渊源源援怨苑冤
员缘缘渊猿员援愿猿冤
园源猿渊愿援愿猿冤
源愿苑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在校学生
猿怨员渊远愿援园园冤
员愿员渊猿员援源愿冤
园园圆渊园援猿缘冤
园园员渊园援员苑冤
园园园渊园援园园冤
缘苑缘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圆愿怨渊缘园援圆远冤
圆愿远渊源怨援苑源冤
缘苑缘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园园园渊园援园园冤
园园员渊园援员苑冤
园远员渊员园援远员冤
猿源愿渊远园援缘圆冤
员远缘渊圆愿援苑园冤
缘苑缘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各类人群梅毒知晓率调查结果

在调查的 猿 园员远 名对象中袁 整个人群的知晓率

为 远苑援怨苑豫遥 其中男男性行为人群的知晓率最高袁达
到 愿远援园源豫曰 其次是女性性工作人群 袁 知晓率 为

农民工
园苑园渊员圆援源愿冤
猿园远渊缘源援缘缘冤
员园怨渊员怨援源猿冤
园远园渊员园援苑园冤
园员远渊圆援愿缘冤
缘远员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猿缘远渊远猿援源远冤
圆园缘渊猿远援缘源冤
缘远员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园园愿渊员援源猿冤
园远圆渊员员援园缘冤
圆园圆渊猿远援园员冤
圆员远渊猿愿援缘园冤
园苑猿渊员猿援园员冤
缘远员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女性性工作者 男男性行为者
园圆猿渊缘援圆远冤
园源怨渊怨援远愿冤
圆缘远渊缘愿援缘愿冤
猿远圆渊苑员援缘源冤
园愿源渊员怨援圆圆冤
园苑源渊员源援远圆冤
园源愿渊员园援怨愿冤
园员愿渊猿援缘远冤
园圆远渊缘援怨缘冤
园园猿渊园援缘怨冤
缘园远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源猿苑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源猿苑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园园园渊园援园园冤
缘园远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园园园渊园援园园冤
缘园远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源猿苑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园园缘渊园援怨怨冤
园园缘渊员援员源冤
园苑愿渊员缘援源圆冤
园园源渊园援怨圆冤
圆缘苑渊缘园援苑怨冤
园苑员渊员远援圆缘冤
圆园源渊源远援远愿冤
员源源渊圆愿援源远冤
员缘猿渊猿缘援园员冤
园圆圆渊源援猿缘冤
缘园远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源猿苑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员

猿
员
员
猿

员
猿

总计
缘远园渊员愿援缘苑冤
源园远渊源远援远圆冤园
缘苑远渊员怨援员园冤
猿怨怨渊员猿援圆猿冤
苑缘渊圆援源怨冤
园员远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缘缘园渊缘员援猿怨冤园
源远远渊源愿援远员冤园
园员远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圆怨渊园援怨远冤
圆圆缘渊苑援源远冤园
怨员缘渊猿园援猿源冤
圆圆园渊源园援源缘冤园
远圆苑渊圆园援苑怨冤
园员远渊员园园援园园冤

缘猿援猿怨豫袁不同年龄组梅毒知晓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字圆 越 远源援员猿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员袁表 猿冤遥
圆援源

不同文化程度之间梅毒知晓率调查结果

在调查的 猿 园员远 名对象中袁 文化程度明确的为

苑远援圆愿豫曰农民工的知晓率最低袁只有 缘源援园员豫遥不同人

猿 园员园 名袁其中大专以上的知晓率最高袁为 苑远援圆源豫袁

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员袁表 圆冤遥

知晓率只有 圆苑援缘怨豫遥 不同文化程度之间梅毒知晓率

群梅毒知晓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 越 员苑缘援员袁
圆援猿

圆

不同年龄组梅毒知晓率调查结果

在调查的 猿 园员远 名对象中袁猿园耀猿怨 岁年龄组知

晓率最高袁达到 苑源援源愿豫袁其次为 圆园耀圆怨 岁年龄组袁知
晓 率 为 远愿援愿缘豫 袁圆园 岁 以 下 梅 毒 知 晓 率 最 低 袁 为

其次为高中或中专袁知晓率为 远愿援苑园豫袁最低为文盲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圆 越 愿缘援猿苑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员袁表 源冤遥
圆援缘

单个问题知晓率

知晓率最高的是问题 远院野梅毒患者的性伴需要

去医院检查吗冶袁知晓率达到 愿怨援圆远豫曰知晓率最低的

原员猿圆圆原

南

京

医

科 大

表 圆 不同人群梅毒知晓率调查结果
栽葬遭造藻 圆

栽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葬憎葬则藻灶藻泽泽 泽怎则增藻赠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泽

人群类别

调查人数

知晓率渊豫冤

城市居民

源缘园

苑源援园园

缘苑缘

缘远援猿缘

源愿苑

农村居民
学生

缘远员

农民工

缘园远

女性性工作者

源猿苑

男男性行为者
合计

猿 园员远

苑远援圆愿

猿

愿远援园源

缘园耀缘怨
跃 远园

缘猿援猿怨

缘苑远

苑源援源愿

合计

缘猿
圆圆

猿 园员远

远愿援愿缘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以上
合计

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为 远苑援怨苑豫袁 其中城市居民尧农
村居民尧学生尧农民工尧女性性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

人群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分别为 苑源援园园豫尧远苑援猿缘豫尧
缘远援猿缘豫尧缘源援园员豫尧苑远援圆愿豫和 愿远援园源豫袁 与卫生部要求
到 圆园员缘 年全国 员缘耀源怨 岁人口中袁 城市居民梅毒防

怨园豫咱圆暂还有一定的距离袁各类人群的梅毒预防知识知

远圆援圆远

晓率存在差距袁 尤其是农民工对梅毒防治知晓率很

缘怨援园怨

低袁为 缘源援园员豫袁与近年来不同研究者在不同地区开

远远援源愿

展的农民工艾滋病知晓率调查结果的区间渊缘园援源豫耀

憎蚤贼澡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糟怎造贼怎则葬造 造藻增藻造泽

小学

讨 论

口达到 愿园豫袁 女性性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人群达到

远缘援怨员

栽葬遭造藻 源 栽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葬憎葬则藻灶藻泽泽 泽怎则增藻赠 燥枣 责藻燥责造藻

文盲

被调查的各类人群得到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的

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愿缘豫袁农村居民达到 苑缘豫袁流动人

表 源 不同文化程度梅毒知晓率调查

文化程度

获取信息途径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袁在调查的 猿 园员远 名对象中袁

远苑援怨苑

知晓率渊豫冤

猿怨怨

圆援远

广播渊圆源援远源豫冤和朋友或同伴渊圆缘援猿猿豫冤来源较少遥

缘远园

源园耀源怨

猿园耀猿怨

知晓率为 远缘援圆缘豫袁具体见表 缘遥

缘源援园员

调查人数
员 源园远

是问题 猿 野一个看上去健康的人会是梅毒患者吗冶袁

网络渊猿怨援苑缘豫冤来源比较普遍袁学校讲座渊员园援圆缘豫冤尧

憎蚤贼澡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葬早藻泽

圆园耀圆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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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信息来源中袁电视渊缘猿援远员豫冤尧宣传活动渊缘猿援远员豫冤和

栽葬遭造藻 猿 栽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葬憎葬则藻灶藻泽泽 泽怎则增藻赠 燥枣 责藻燥责造藻

约 圆园

学

远苑援猿缘

表 猿 不同年龄组梅毒知晓率调查结果

年龄渊岁冤

学

愿圆援远豫冤大致相当 咱猿原缘暂袁提示我们做好梅毒艾滋病预防

工作袁还需要加大知识宣传和普及的力度遥 由于农民
工的频繁流动性和所处的社会弱势地位袁 农民工集

调查人数

知晓率渊豫冤

圆怨

圆苑援缘怨

怨员缘

远圆援缘员

联系袁成为艾滋病传播的脆弱人群咱苑暂遥

苑远援圆源

防的知晓率最高袁 达到了 苑源援源愿豫袁圆园 岁以下最低袁

圆圆缘
员 圆员源
远圆苑

猿 园员园

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袁 更易与艾滋病的易感因素相

源怨援猿猿
远愿援苑园

在此次调查的人员中袁猿园耀猿怨 岁的人群梅毒预

为 缘猿援猿怨豫袁各年龄组梅毒预防知识知晓率之间的差

远远援缘源
表缘

中的工地袁高危行为的发生率较高咱远暂袁容易感染梅毒

梅毒预防知识问题的调查结果

栽葬遭造藻 缘 栽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泽怎则增藻赠
问 题
员尧梅毒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吗
圆尧梅毒可以治好吗
猿尧一个看上去健康的人会是梅毒患者吗
源尧正确使用安全套袁可以预防梅毒的传播吗
缘尧梅毒会增加艾滋病的传播吗
远尧梅毒患者的性伴需要去医院检查吗
苑尧孕产妇感染梅毒会传染给胎儿吗
愿尧与梅毒患者一起吃饭尧握手等日常接触会传播梅毒吗

知晓人数
圆 缘愿猿
圆 员怨圆
员 怨远愿
圆 猿缘员
员 愿苑园
圆 远怨圆
圆 员猿远
圆 园猿怨

知晓率渊豫冤
愿缘援远源
苑圆援远愿
远缘援圆缘
苑苑援怨缘
远圆援园园
愿怨援圆远
苑园援愿圆
远苑援远员

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吴尊友等咱愿暂提出行为干预是预防

以看出袁 应该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梅毒预防知识的教

艾滋病的有效疫苗袁性病和艾滋病都是行为病袁控制

育袁 教育部门应该把梅毒以及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

好个人行为即可取得良好的效果遥 从本研究结果可

纳入平时课程当中袁 把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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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袁使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知识在这些性活动比较
活跃的人群中得到普及 遥 在文化程度方面袁大专以

咱圆暂

圆苑援缘怨豫袁各文化程度人群组梅毒预防知晓率之间的

咱猿暂

知晓率也提高袁提示加强文化教育对增加梅毒预防

咱源暂

咱怨暂

上学历者知晓率最高袁 为 苑远援圆源豫袁 文盲最低袁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袁梅毒的
知识有重要作用袁且文化程度与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尧
健康行为形成率也关系密切咱员园原员员暂遥

这个问题袁人群的知晓率明显不足袁有证据表明袁在
得了性病后艾滋病的传播机率会增加袁性病会产生
生殖道溃疡袁正是这个溃疡面加剧了传播艾滋病的
风险咱员圆原员猿暂遥 野 一个看上去健康的人会是梅毒患者吗冶

这个问题的知晓率也不是很高袁从而使人们放松了
对梅毒患者的警惕心理袁造成疾病的传播遥 对于野与
梅毒患者一起吃饭尧 握手等日常接触会传播梅毒
吗冶袁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的认识不足袁造成普通人群
对梅毒患者的歧视袁错误的观念也会改变行为的动
机袁因此宣传教育的核心是改变人们的行为 遥
咱苑暂

在获得知识途径方面袁电视尧宣传活动和网络来

源比较普遍袁而学校讲座尧广播和朋友渊同伴冤的信息
来源比较薄弱遥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大力加强宣传力
度袁做好梅毒预防知识的普及袁提高大众人群的健康
知识水平袁提高自身的防护意识和能力遥
本次调查提示袁我省整个人群的梅毒知晓率还
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袁我们面临的性病艾滋病防控
任务还很艰巨袁性病艾滋病防治的措施需要进一步

加强 袁尤其是要提高梅毒预防知识水平袁遏制梅毒
咱员源暂

在我省的高流行袁为达到未来 缘 年艾滋病防治的综
合目标奠定基础遥

卫生部援 叶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渊圆园员园鄄圆园圆园 年冤曳卫
疾控发也圆园员园页缘圆 号咱在暂援 圆园员园
计国平袁王华东袁凤

翀袁等援 安徽省项目地区居民艾滋

病 知 识 和 行 为 调 查 分 析 咱允暂援 安 徽 预 防 医 学 杂 志 袁
圆园园愿袁员源渊圆冤院愿员原愿源

韩孟杰袁刘英杰袁吕

柯袁等援 大城市建筑工地农民工获

取艾滋病基本知识的有效途径的探讨 咱允暂援 中国艾滋病

咱缘暂
咱远暂

邱顺翼袁李多富袁张俊青袁等援 合肥市城乡居民预防艾滋
病知识现状调查和干预分析咱允暂援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袁
圆园园愿袁猿渊猿冤院员原源
卢

娟袁闫永平袁刘家政袁等援 农村流动人口艾滋病知

识尧态度及行为调查咱允暂援 中国公共卫生袁圆园园苑袁圆猿渊怨冤院
员园猿源原员园猿缘

咱苑暂

吕

科援 农民工的特点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初探 咱允暂援 中

咱愿暂

吴尊友援 行为干预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 咱允暂援 中国

咱怨暂

姚伟红援 不同专业硕士新生对性病艾滋病知识的知晓

国艾滋病性病袁圆园园缘袁员员渊源冤院猿员圆原猿员猿
性病艾滋病防治袁圆园园园袁远渊源冤院圆圆员

率及态度比较分析咱允暂援 现代医院袁圆园园苑袁苑渊源冤院员源愿原员缘园

咱员园暂 田本淳援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使用方法咱酝暂援 北京院北
京大学医学出版社袁圆园园缘院圆员园原圆员猿

咱员员暂 贺风英袁俞

峰袁王定祥援 杭州三个社区居民健康状况

分析与对策咱允暂援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袁圆园园苑袁源员渊员冤院猿圆

咱员圆暂 郧则葬赠 砸匀袁宰葬憎藻则 酝允袁月则燥燥噪皂藻赠藻则 砸袁藻贼 葬造援 孕则燥遭葬遭蚤造蚤贼赠 燥枣
匀陨灾鄄员 贼则葬灶泽皂蚤泽泽蚤燥灶 责藻则 糟燥蚤贼葬造 葬糟贼 蚤灶 皂燥灶燥早葬皂燥怎泽袁澡藻贼鄄

糟则燥泽藻曾怎葬造袁匀陨灾鄄员 阅蚤泽糟燥则凿葬灶贼糟燥怎责造藻泽 蚤灶 砸葬噪葬蚤 哉早葬灶凿葬咱允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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